中国和平崛起战略的提出及其意义
金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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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的和平崛起战略是中国新一代领导对新型发展道路的探索，它向外部世界传递了中国不称霸、
不威胁现有国际秩序的庄严承诺。中国的和平崛起战略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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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和平崛起战略的提出
2003 年 11 月 3 日，郑必坚在博鳌亚洲论坛《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亚洲的未来》讲演中，首次提出
了“中国和平崛起”
的说法。郑必坚指出，“
近代以来大国争霸的历史反复说明，一个大国的崛起，往往导
致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急剧变动，甚至引发大战。这里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他们走了一条依靠发动侵
淤
略战争，实行对外扩张的道路。而这样的道路，总是以失败告终。”那么在今天新的时代条件下，
“我们
的抉择只能是：奋力崛起，
而且是和平地崛起。就是说，
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
于
展来维护世界和平。”
年
月
日，
温家宝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首次从官方角度采用了“
和平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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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提法。温总理说：“中国的崛起，
是和平的崛起。”盂“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们的发展，不应当
也不可能依赖外国，必须也只能把事情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这就是说，我们要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
时，更加充分和自觉地依靠自身体制创新，依靠开发越来越大的国内市场，依靠把庞大的居民储蓄转化
为投资，依靠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科技进步来解决资源和环境问题。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要义就在
榆
于此。”
在 2003 年 12 月 26 日纪念毛泽东诞辰 110 周年座谈会上，以及在 2004 年 2 月 23 日中共中央
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中，胡锦涛强调要坚持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中国要坚持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
路，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各国友好相处，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同各国的交流
与合作，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做出贡献。”虞2004 年 3 月 14 日，温家宝总理在十届人大二次会
议记者会上，重申了中国和平崛起的五大要义：第一，中国的和平崛起就是要充分利用世界和平的大好
时机，努力发展和壮大自己，同时又用自己的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第二，中国的崛起，基点主要放在自
己的力量上，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依靠广阔的国内市场、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和雄厚的资金储
备，以及改革带来的机制创新。第三，
中国的崛起离不开世界。中国坚持开放的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原则
下，同世界一切友好国家发展经贸往来。第四，中国的崛起要很长的时间，恐怕要多少代人的努力奋斗。
第五，中国的崛起不会妨碍任何人，也不威胁任何人，也不会牺牲任何人。中国现在不称霸，
将来强大了
也永远不称霸。和平崛起战略的提出，标志着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开始了一种新型发展道路的探索。
综上所述，所谓和平崛起就是“特指从 1978 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在
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通过改革开放，在持续快速协调健康的发展中，基本实现现代化，这样一个
历史过程，及其所坚持的发展道路。”和平崛起的本质是指中国崛起的过程将是和平地进行的，或者说
是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的。这里所说的和平是指“
大和平”，即不发生体系性战争。中国和平崛起是不走
战争崛起的传统路径，但和平崛起并非意味着不发展强大的、世界一流的国防力量，把和平崛起同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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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强大的国防力量划等号是不明智的，是误国误民的，在学理上也是讲不通的。无论从历史层面、还
是从逻辑层面看，都不存在没有武力作后盾的和平，因此和平崛起必然是、也一定是武力的崛起，两者
不可分割。和平崛起具体包含三层含义：第一，和平崛起区别于历史上大国的武力崛起。历史上任何一
个大国的崛起，都是通过武力扩张和掠夺实现的，
崛起的过程始终伴随着战争和流血。中国不会重走历
史上大国崛起的老路，中国的崛起将以和平的方式进行。中国不会以军事手段侵占任何国家的利益，威
胁任何国家的安全。第二，和平崛起并不意味着中国一定要回避战争。中国的和平崛起并不意味着绝对
地不使用武力，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国际法认可的国家利益遭到严重威
胁损害时，比如“台独”问题，在一切和平手段都用尽时，必须毫不犹豫使用国家的武装力量，以捍卫国
家的安全，捍卫正义的和平，正义若没有力量支撑，正义就只能是弱者的标志。因此，中国的和平崛起并
不意味着无条件放弃战争手段。中国不会为了一时的和平而绝对忍让，默默吞下损害中国利益的苦果。
为了维护国家主权或者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中国是可以进行战争的，只是这种战争的规模不会很大，以
不影响中国和平崛起的长期过程为宜。第三，中国崛起后永不称霸。中国的崛起不是要挑战或取代世界
霸权强国，而是要争取平等的大国地位，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单
边主义行经，中国现在不称霸，
将来崛起了也不称霸。
一个国家的崛起如同一个人的崛起一样，归根结蒂是精神状态的崛起，精神崛起是一个民族崛起
的真正的原动力，
也是支撑崛起后盛况的基础。没有精神状态的任何崛起都是虚假的崛起。一个民族先
有崛起的精神，才能有崛起的历史，先有汉唐精神，才有汉唐盛世。
2 中国和平崛起战略的意义
2.1 有利于中国民族主义趋于理性
复兴与崛起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为之奋斗的重要目标，也是中国民族主义者的诉求。在人类的历
史长河中，在国家形态出现后的发展进程里，资源的夺取是战争的动因，战争成为国家兴衰、文明存废
的重要工具。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近 60 年中，地球上没有发生世界性的战争。核武器等大规模杀
伤性武器的出现，
使战争具有了毁灭整个人类的可能，这使人类对战争形态的控制成为最迫切的大事，
使和平成为人类的头等大事。在中国历史上，近代以来的百多年间，
经历了社会衰朽，国力渐微，列强入
侵，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境地的痛苦，经历了救亡图存，自新求存的伟大奋斗。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特
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探索中走上了伟大民族复兴的道路。中国有过饱受列强欺凌的痛苦经验，因
此，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早就庄严宣告：中国永远不称霸。这是中国真诚而郑重的承诺，也是中国和
平崛起的一个观念基础。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特别是亚洲出现了一些重大变化。在基本和平的环境
下，一些国家、包括中国先后经历了经济起飞，走上了经济现代化的道路。这些事实为和平崛起提供了
实践上的认识基础。这说明：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利用和创造条件适应国际经济的结构变化，发展
中国家可以获得某种“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赶超。而这种赶超对日益上升的中国民族主义无疑是一
付安慰剂，因为中国民族主义所诉求的，就是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所以，
和平崛起战略的提出，会使中国民族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理性的方向发展。
2.2 符合中国的历史经验和传统文化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崇尚和平的国家,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内向型文化。中国人民历来
酷爱和平、重视文化，有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价值取向，有着“和而不同”
、“厚德载物”的宽大胸
襟。基于这一文化传统，中国反对强权政治，主张在世界多样化的发展中实现人类的共同繁荣。孔子说，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并不要求“
同”，不然就千篇一律，各自都不能发展；“不同”之中要
有“和”，不然就矛盾重重，社会就难有进步。“和”
要求彼此“不同”但相互接受，意味着和谐中存在自我，
自我中共同发展。“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只有能容纳“不同”的气度，才能壮大自己。“和”既是中国外交
哲学的出发点，又是终结点，引申到国际关系领域，所体现出来的就是和平共处、互不干涉内政和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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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共同发展的外交理念。另外，在中国文化中还有一个“合”的理念，也为国际社会处理国际关系提供
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外交思路。孔子说：“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种推己及人的“忠恕”
之道，
强调的就是
宽容和博爱。孔子还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要发展，也要别人发展，只有使别人发展
了，自己才能站稳脚跟；使别人事事通达，自己才能有更大的发展；要站在别人的立场和角度来思考问
题，要善于体谅他人；在满足自己需要的时候，也要帮助别人实现他们的欲求和愿望。一个国家要想使
别国认可自己的价值观，需按照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则，通过和平竞赛，展示自己价值观的优越性，
只有这样别国才会心悦诚服。使用武力和其他强制措施输出价值观只会播种仇恨，而不是播种安全与
和平。“和”
、“合”二字体现出中国文化在对外交往中的包容性、合作性、协调性和对话性。这种文化不仅
是中华民族自我发展与追求和谐社会的精神支柱，更主要的是为中国的对外交往指明了方向。随着外
交空间和回旋余地的扩大，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在对外关系中将逐渐展现出更大的魅力，为中国
的和平崛起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2.3 符合中国的核心利益
和平崛起是中国人民的百年梦想和光荣责任。晚清以来,无数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孜孜以求的奋斗
目标就是使中国摆脱屈辱的地位,以平等的姿态列入世界民族之林。中国改革开放的直接目标就是使中
国在 21 世纪中叶成为中等发达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将经济利益视为外交政策
的最高目标，甚至为了经济利益而忽视了安全利益。国家利益是综合性的,片面强调哪一方面都会破坏
国家的整体利益。“和平崛起”
的提出,有利于维持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之间的平衡。中国政府深知,国家
要先有安全,然后才能进行经济建设,经济建设大局也要服从于国家安全的需要。温家宝总理 2003 年访
美前提出“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国家统一”
。中国是一个由传统帝国秩序转变为现代主权国家的特殊个案,
它与周边国家在领土、领海以及相关问题上的认知并不完全一致,一些国家也会有所疑虑。中国在这种
条件下提出和平崛起,标志着中国在发展目标上采取了更现实、更少意识形态色彩的原则。回顾 1949 年
以来的中国的国际战略可以看出，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对外战略既有国家利益的目标,也有意识形
态的目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的发展与人民的致富成为关注的核心。而和平崛
起则标志着国家目标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为全面提高综合国力、全面协调科学发展。同时，它为政
府提出了更高的目标, 使政府不能满足于只是改善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中国人民的利益不仅是物质上
的,也有精神方面的。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就是实现民族复兴。提出“和平崛起”就是实现
民族复兴的具体体现。一个政府如果只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不能提高人民的国际地位,那么这个政
—国际尊重。中国人需要在国际
府是不合格的,因为它没能满足人民的两个最基本需求中的精神需求——
上享有与所有国家(包括最强大的国家)同等的尊重。
2.4 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中国“
和平崛起”，靠的是开放价值与制度体系的形成，靠的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而不是靠战争掠夺
兴起，
这为一个国家的发展、崛起开创一条新的道路，从而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它将创造新的大国发
展模式，给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纵观数百年来世界经济强权的兴衰，都有共同的特点，
即通过海盗掠夺、
贩奴与战争等罪恶获得发展，靠的是“
舰坚炮利”与强权。而中国是靠着自己的改革与
发展，
在国际和平环境中，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走的是“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中国政府一
直坚持“平等发展”与不称霸的对外政策，中国的经济发展绝不会以牺牲他国利益为代价，而是希望共
同发展，共同繁荣。中国“和平崛起”
，不仅改变着亚洲地区格局，也改变着世界秩序。中国的“和平崛起”
不仅是中国的发展，而且代表着亚洲的声音与亚洲的崛起。中国的“和平崛起”还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声
音增大与整体力量的崛起，对全球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示范意义与影响。
总之，中国的“和平崛起”将进一步展现中国作为爱好和平的大国力量，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中国的和平崛起有利于建立更为公平合理的世界新秩序，使世界格局发生新的变化，更趋均衡，国际社
会更为安全；中国的和平崛起将使人类的文明和文化更为丰富多彩，为人类提供更多 （下转第 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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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29 页） 的模式和文化借鉴；中国的和平崛起将为国际关系的历史带来新的范例和素材，证明
人类可以以理智和和平的方式处理好国家冲突这一千古难题。中国的和平崛起将证明，一个落后的国
家，一个有着悠久传统文化的国家，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智慧实现有自己特色的现代化，像凤凰一样
浴火重生。
淤郑必坚 2003 年博鳌亚洲论坛上的发言：“中国和平崛起与亚太地区的机遇”。
于郑必坚 2003 年博鳌亚洲论坛上的发言：“中国和平崛起与亚太地区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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